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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面

2



法規面向1 ？

根據核能電廠運轉執照、除役與延役相關法規：

➔核發運轉執照：核子反應器設施興建完成後，必須經由主管機關審核合格，

並核發給運轉執照才可以正式運轉。我國原子能主管機關（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核給核一、核二與核三廠的運轉執照有效期間均為四十年。

➔延役申請：運轉執照的有效期間最長為四十年。如果要延役，核子反應器設
施經營者就必須在運轉執照有效期間屆滿前五年至十五年，填具核子反應器
設施運轉執照換照申請書，並檢附「整體性老化評估及老化管理報告」、「時限老

化分析報告」，「相關終期安全分析報告及運轉技術規範之增修內容」及「其他經

主管機關指定並發布之事項」等報告，報請主管機關審核。未依規定換發執照者，

不得繼續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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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核電廠運轉執照起訖與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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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面向2 ？

➔除役申請與許可：核子反應器設施之除役，經營者應檢附除役計畫
，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發給除役許可後，始得為之；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經營者應於主管機關核發除役許可前，檢送環境保

護主管機關認可之環境影響評估相關資料。因此，核子反應器設施經營者要

能夠從原能會取得除役許可，有二個程序要完成：（1）除役計畫必須在核

子反應器設施預定永久停止運轉的三年前，提送原能會審查通過；（2）除

役計畫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必須在主管機關核發除役許可前，檢送環境

保護主管機關認可的環境影響評估相關資料，送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審查與認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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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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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役進度1/3 ：核一廠

➔核一廠一號機及二號機因運轉執照屆期，已分別於2018年12月5日及2019年7月15日停

止運轉。依現行法規規定，台電公司已於2015年11月24日將核一廠除役計畫送原能

會審查，並於2017年6月28日獲原能會審查通過。依我國環評法規，核電廠除役計畫

必須辦理環境影響評估，故台電公司於2016年1月6日提出「核能一廠除役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經環保署於2016年5月6日審查同意進入較嚴謹的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隨後即依範疇界

定會議結論完成「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並於2018年5月4日由經濟部轉送環保署審

查，經環評專案小組三次審查，於2019年3月18日審查通過，再於2019年5月15日經環保署

第355次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議審查通過。至2019年7月2日，環保署認可台電公司提出

的環評報告書定稿本，正式完成除役計畫的環評程序。原能會則在接獲核一廠除役計畫環

評報告審查結論後，於2019年7月12日核發除役許可，2019年7月16日核一廠正式除

役。2019年11月20日舉行除役開工典禮暨核一廠主變壓器至開關場間連絡鐵

塔拆除儀式。 7



除役進度2/3 ：核二廠

➔核二廠一、二號機運轉執照於2021年12月27日、2023年3月14日屆期。依現行法規

規定，核二廠除役計畫已於2018年12月27日函送原能會審查，經原能會於2020

年10月20日審查通過。除役計畫的環境影響評估部分，台電公司於2018年3月6日提「核

二廠除役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送經濟部轉環保署審查，並採自願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

評估的方式辦理。經環保署於2018年5月23日審查決議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程序；並

於2018年6月26日公告第一階段環評審查結論。依二階環評應辦事項，經濟部於2020年7月29

日完成核二廠除役環評現勘及公聽會，並於2020年8月24日、25日分別函送核二廠除役環評

現勘及公聽會會議紀錄；台電公司依公聽會會議紀錄修正環評估報告書初稿，並於2021年3

月31日送經濟部轉環保署審查。

8



除役進度3/3 ：核三廠

•核三廠一、二號機運轉執照分別於2024年7月26日及2025年5月17日屆期。依現行法

規規定，核三廠除役計畫已於2021年7月26日送原能會審查，目前原能會已召開

三次綜合審查會，預計於2025年7月底前取得除役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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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廢料營運管理策略與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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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過核子燃料的營運策略

•我國現行用過核子燃料的營運策略的營運策略為「近程採廠內水
池貯存、中程以廠內乾式貯存、長程推動最終處置」。

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核能後端營運專屬網站〉
：https://reurl.cc/6E11Ry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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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過核子燃料營運困境：
近、中程環環相扣，環環卡關

❑背景︰由於美國早期核能電廠設計中的用過核子燃料管理策略係採用包含再處理的封閉型

核燃料循環（Nuclear fuel cycle）策略。因此，核能電廠用過燃料池的設計容量僅考量用過

核子燃料從反應爐退出後，短暫存放冷卻一段時間，即運往再處理廠進行再處理。但1979

年之後，美國政府顧慮核子擴散問題，決定放棄「再處理」而改採「直接處置」策略，導

致各核電廠普遍存在用過燃料池貯存容量不足的問題，我國核電廠均購自美國，也有相同

的問題。面對用過燃料池貯存容量不足的困境，國際經驗顯示，其對策有二：（1）增建中

期貯存（Interim Storage）設施；（2）擴充用過燃料池貯存容量。

❑困境︰ （1）作為近程存放用過核子燃料的用過燃料池設計容量不足；（2）乾式貯設施遭

遇阻礙（已經竣工的核一廠室外乾式貯存設施因新北市政府拒絕核發「水土保持完工證明

書」而無法接續執行熱測試作業，申請運轉執照；待開工的核二廠室外乾式貯存設施因「

營建工地逕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遭新北市政府拒審，導致乾式貯存設施無法實質動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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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過核子燃料營運困境：
長程變數多，最終處置場址難尋

❑地質條件嚴苛。

❑社會共識尚待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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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方案

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核能後端營運專屬網站〉放射性
廢棄物中期暫時貯存設施之規劃簡報。
https://reurl.cc/Lm1nW9

由於最終處置設施的選址需要
時間來尋求社會共識，台電公
司參考荷蘭、瑞士、比利時等
國「先經中期暫時貯存後再進
行最終處置」的管理策略，將
用過核子燃料及低放射性廢棄
物送至中期暫時貯存該設施進
行中期暫時貯存在最終處置設
施營運後，即可逐步運至最終
處置設施進行永久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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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核廢料管理規劃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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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役？四個疑慮

•民意？核電廠所在地鄉親情何以堪？

•機組老化、時限老化，運作風險增加？

•修法？

•核廢料（用過核子燃料）的營運管理困境誰
來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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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核家園︰

依法行政 如期除役

提前除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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